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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豇冠农泉鸾集固股价有眼公司 all⒗ 午笫三季庋敬膏

-、 重要提示

!】 公司茔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南级管理人员应肖倮证季度报告内容的萁实、推确、

完辂,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遐湘氵并承担个别和迮带的法律贡任 ,

12公 司全体圭事出席董手会审议季度报告。

!3公司负责人郭良、主管会计⊥仵负贡人孪继先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禾

玲倮证季废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衽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土耍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揪告期未
"午

度未
本报衙期耒比上午皮未坩狨

〈”

总资产 3 58z,g!4,450 42 3,6⒖ 5,5吕 0,716 86 -l O0

归旧廿~"市 公司服

东flj洚资产
1,9$a,9;⒐ 124 27 !.ε

'4,924,506 07

年+j趸报眚堋未

〈1÷0月 )

上年初至 ∴午报告期未

〈1-0月 〉
比上午 o嗍增狨“〉

经lr活动产生的现

命流丘江额
!?9.920,a9⒖  ⒐!

-2,4L?、 95θ  10 ?.;4! 20

乍初至报肯朔末

〈!→ ∫;)

上午初窑 H午报告觌未

“ 9月 )

比 :午 旧期塘减

(%〉

{|亚收入 !,079,89a,2!5 2c 79⒔ ,0B?,049 89 θ5 0【

归属十上

"公

司跟

东的净利润
137,509,72B l0 !66,212,046 33 -!! 9?

归用十上市公司般

东的扣陈00经帝性

损益n噼利润

】26,230 207 !9 !s!,亻 7C,129 91 -!6 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7 20 9 92 狨勿 ⒓ 个百分点

拈本侮股收益〈元/

服〉
0 !?52 0 419? ~6g 2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 1?;2 0 419? -5B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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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蔹冠农某茸集团股价有眼公司 ⒛⒖年笫三季废报告

2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口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Il日
本期全额

(?-0月 )

午初至报告煳

未佥额0—0月 〉
说叨

非流动资产处臂损益 -620,474 亻5 _a25,89a a5

计入当期损益的双府补助.但与公ol芷常经啻!L务密切+l关 ,

符合田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壹扯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滁外

s,524,6ε? 40 ?,864,8B6 a5

除冂公司正常经菅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朋倮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全湫资产、交易性蓊融负偾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氵以及

处留交芴传佥融资产 交易性全融负债和可供

"售
令融资产取

徉的投资收焱

!,sls,g?9 !2 5,401,0!3 6a

除△述各项之外的其他瞢业外收入和支山 -406,L7g δ2 ÷1.OL0、 152 22

所徂税影晌额 -90,689 15 ÷】a4,46! !6

少数股东杈嵛肜响额 〈税后〉 ÷297,301 64 -510氵 ?72 a4

合 计 3氵 ‘23,92a 05 11,2?9,520 9!

2θ 截止报告期未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估

况表

节位:股
股东总数 〈户 ) 54,993

前+名股木符股倩况

股东名称

〈全称 )

期末持股数

量
硎
⑴

狩有有暇筲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诛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新擐冠源投资有眼贡任公

司
32◇ ,9θ 2,7◇ 8 4◇ 89 质押 105,000,00ll 回有法人

新嫩生产建埃真团农业建

设笫二师工十九团
32.5!0,5g° 无 国有法人

新臌生产建设真团农业建

设笫二师=u团
25,202,!60 o 21 无 回有法人

中阃证券佥瞅股份有眼公

句
23,‘CB,794 2 99 无 未知

长侪垂佥一宁波锒行一 L

海 κ江财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岗

16,B39,800
^
υ 无 木知

回侪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 64?,950 ! 2a 无 未知

中央汇全投贸有限责任公

司
B.006,90o l!3 无 未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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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驳冠农某茸椠团股份有限公司 ⒛⒖年笫
=幸

废报告

牧 银行股份布跟公司一

华商大盘壁化拙诳灵活配

督泥个型证券投资基佥

B,61a,ooo ! !0 无 未知

君康人茄保险舣份有限公

Π-传统倮险
6,86;,?00 0 87 无 夕κ饫

"

樊淑珍 6,848氵 B0◇ 0 87 无 未矢‖

前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扦股情llu

股东名称
扑饷无限智条件

流诬股的数壹

股份种类及数旦

种类 数壁

浙珉冠潞投谈有眼责任公司 320,032,?08 人民币普逦股 a【∶o,9【∶:⒉,i'0足)

新腼生产延女真团农亚建设第L师 二△丿1团 a2氵 ;1c,58o 人民币普通股 a2.5!6,⒖ 8o

新掘生产建没兵团农亚建设第工师三 I团 25,202亠 1Go 人民币普通股 25,202,lOo

中国lT券 佥融股份有跟公Π ∶】÷),~!鸫 ,∶'9~! 人民币普逦股 【)a,~!(;〔;,i冫 .)~!

κ倍基佥一宁啵银 lj一 冖海长江财宫资产管

理打限公ol

】6.gδ 9,800 人民币普通股 !5,800.甘 00

固倍证券股份牡限公诃 ⒓.04?,960 人民币普通股 9,64?.9;o

中央汇嵛投谈牡眼责任公 ol g,9° 6,90° 人民币普通股 ε冫906.9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句一华商大盘曼化精逛

灵括配民混仑型证券投谈錾全
g,。 !3,°09 人氏币普通股 8冫 61ε ,009

君康人,l倮险股份有跟公司÷传统倮险 o,n6⒌ ?oo 人民币普通股 6,86s,?00

樊淑珍 6,B4⒔ ,ε00 人民币普湎股 0,θ 4B,aOo

△述股东关联大系或÷致行动的说明

公刊前 ⒑名无眼售条件股本中,国有法人股东无关联关系,

也不脶亍 ‘
"市

公司持股交动信息敬露管理办法》中钮定0l一致

行动人;固右珐人股东与某他 7名股东之lnl不存在大联关系∮公

冂未知共他 7名股东足否存在大联大系,也未知ll足杳属+〈 H

市公冂持股变动信息拔露管理办法》屮规定的 敛li砌人爻

2‘ 裁jh报告期未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竹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口适用 √不适川

=、
重要事项

3j公司}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人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口不适用

1、 货币资金:本报告期未货币资佥 M,6【 5的 ”元,比年初增加 13.0C4码 万元氵坤加 aa3o%,

土要是经营皮棉及自砂糖挣现全流增加及罗钶公司分红款所致应

2、 应收账款j本报告期未应收账款 !0,码 B71万元.比年初减少 12,铌9阢 万尢,诚少‘a bo%,

}要娃应收番茄酱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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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豇冠农果茸檠团股扮有眼公司 ⒛16年笫三季皮报告

3、 预付款顼:本报告期未预付款项 16,30am万元,比年初增加 ?氵 m3m万 元,增加 B?∞ %氵

主要是公司支付包装款及外购番茄酱款所致。

4、 其他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木其他流动资产 6氵 ″4弼 万元,比年初减少 9,B羽 a7万元,碱

少 60m%,主要是公司理财产晶投资及留底税额减少所致 ,

5、 可供出倍金融资产:本报告期未可供出佛金融资产 3,9ˉ087万元.比午初增加 1,ω0万

元.减少∞
"%氵

主要是公司投资华宫管理计划资金所致。

o、 菅JL收入:20⒗ 年 19月 公司背业收入 107氵 m9m万 元,比 L年同期增加⒛,旧0m万
元,塘力n353!%,主要是小罐番茄酱销倍增加所致。

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⒛⒖ 年 !9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丬

伤0"
万元,比上午同期减少 1,田023万元,减少 l!0码,+要足公司费用增加和冠农棉业利润下降

少,致公司利润下降。

8、 销佴费用:20】 5午 ⒈9月 公司铂俜贫用 6,6B134万元氵比去年同朋增加 3,4m92万元氵

增加 l田 0拂 ,主耍是本年锴售结构与上午同期发生变化,本午番茄酱制品销俜占比较大,而去

午皮棉占比人,番茄酱销售费用高于皮棉,导致本报告期销售费用增加 .

θ、管理费用:201r1年 ⒈9爿 公司管理费川 0,939⒗ 万元氵比去年同期增加 !.钸a07万元 ,

增加 a1″%,主要是合并范同的变化,增加天淬
=用

丨呆蔬有限公司竿所致。

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全流璧挣额⒓016年 19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挣额为 17,9叨 6在

万元氵比上年同期增加 18,23在 妞 万元,土娈娃番茄酱及自砂糖销售增加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全流量挣额:⒛16午 l勹 爿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蚩净狈为

".661m万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6,"7⒛ 万元,减少 31m%,主要是罗钾公 ol分红款诫少所致。

⒓、筹贸活动产生ni现全流量净额:20⒖ 年 19月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且净额为
-⒑,0llq63万 元氵上年同期为刊丬∞300万元,差撷为 】4,"6妞 万元,主要是公司⒛ l‘ 年募

集资金到位所致。

⒑、基本每股收益:⒛】5午 19月 基本每股收益 017m元 /股,比上午同期减少 02445元 /

股,减少m⒛ %丿 主要原囚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a2丘要事顼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V适用 口不适用

1、 雾集资金便用情况

20⒗午!0月 9日 丬公司⒛巧年第二次临时股东火会审议通过了《夫于变更部分荽集资佥投资项

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对2014年Hr公升发行股票荠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1、 “
向绿原揩业增资 ,

实施生产装缶技政项日
”
剩余款顶2丬 m8"万 元号2`“ 向冠农棉业增资,用于收购恒绵棉HL、 金

运棉业、颀泰棉业10啷股杈,并配套棉花收购相大保证全项目
”
剩余款项5氵 19060万元;3、 “

向

开都河水电公司增资,实施柳树沟水电蛄建设顼目
”
剩余款项 1氵 mO万元,合计0,巧840万元募集

资佥顼目变更投向。变更后,其中:】 、6,060万元用于
“
向浙江信维信息科技有眼公司增资

”
:2、

3,69B媚万元用于
“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截止本报告日.公司己便用6氵 060万元募集资金向浙

江估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便用3氵 6钢 啪万元棼集资金衤卜充公司流动资金,至此氵公司201‘

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2、 对外投资事项

1〉 20⒗午9月 彳日,公司五属九次 〈临时)茧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浙江信维估息科

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货币资金向浙江信维增资6,∞0万元,同葸公司与中经

网数据有服公司、浙江信维签署的 《新辍冠农某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经网数据有限公司关于

6'!o



新疆冠农某茸檠团股份有限公司 ⒛15年笫三季度报告

浙江信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书》。公司于⒛15午 !0丿 jl0口 按照协议支付了6,∞0

万元增资扩股款项,股权变史登记手续正在办理过程巾。

2)⒛ 15午9爿 !7H,公司

"届
九次 (临时)圭事会审议逦过 r《公司拟出资参与库尔勒市商

业银行⒛15年增资扩股llt议案》氵同意公Π以自有资金6氵 ⒛6在0万元 (按 1B元/股 )参与认购l+

尔勒市商业银行⒛⒖午增资扩股股数j,4m万股,持股比例5搦。公司已于⒛山年9月 ⒙日与厍尔

勒市商业银行签署了 《投资意向书》氵并于2015年 10月 2日 支付了增资扩服款I,i6,⒛ 6‘0万元,公

"的
股东资格尚待银监郜氵丨核准。

3、 股权转让事项

公司五属∧次 (临时)孝事会,同意公司将特有的田电库尔勒发电有限公司药%的股权按照饵

殷1元的价格即3,0∞万尢的|刂 资分别转让给探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冂和新疆科达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已于20屿午10爿 151办理完毕 .

攻、其他
(1l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冠塬投资有限贾任公冂将共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为其银行贷款做质押

担保。截 冖报告期末,其累计质押的总股数为!0,mO万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夕 ?2%氵

`i公司总股本m4,g亻2.om股的133隅。

(2)本报竹妍含并范围的变化:公司控煅子公司一亲兴冠农农产i吊拍义有限公司于⒛15午8

爿1卩 与第二师新联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新朋合浙呆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冂在新璀铁氵j关市共Fl出

资设立新疆冠农屮联农产品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出淡350万元,持股?0%。 本j"将该公司纳入合并

范囝。

33公司及侍股 o%以上的股东承诺芋项屐行怙况

V适用 口不适用

承谎

背毋

水诺

类型
承诺方 水诺内容

承诺时问

及期眼

足否拍

雁衍期

限

是否灰

时严稀

屐行

如未能议时

履行应说 9l

未完成雁行

的具体腻闪

珈未熊

披时煅

行应说

叨下一

步计划

束他

承诸

解抉

问亚

竞争

第二帅二十

八团、二十

丿1团 三+

团、供镣公

Π、物资公

司

刂Om年
"月

z6日 氵公司△发起人笫

=帅
L+八团、二十丿1团  :|团、供佛

公冂、物资公司签署了 《避苋冂业克争承

诺

"》

,根钳熬诸书,发起人灰ll拄股亍

公司 〈除本公i习 外〉保证柯 大·l^公词

相

"的
产品的生产氵并且将不与本公

"⒋产经啻边行任何肜式的竞争,,l将不蹭加

0本公司生产、经营相同或类 l。0亚务的牧

入,以遮免对本知 l的生产经

"构
成矽i的、

盯能n0直按或间按的亚务竞争。

L999年
"

月2s日 至

公司存续

期间

否 是

第 :丨 ||i.丨
ii△

|

九团、
=丨

团正在煅

行:笫
=帅

∷ |丿

`团

、

供俏公刊、

物资公司‘

不豇足公 0

股本,囚此

不再屐行该

项承诺 ,

其lL

承诺

解决

丨·l、
`

竞争

脚湖 冠派投

资有限责任

公 ol

为避免控股股东一新抓冠派投谈有眼

贲lT公 冂在未来的1L务 发展过稆中lo本 公

Π之闽产牛同业竞争,新嫒冠涿投资有陬

责任公司出具 r《关+避免

"亚
竞争0lj承

2013÷冖?

月ω 丨个

公司存续

翔阃

否 是

7/19



新镫冠农果茸檗团股份有眼公司 ⒛15年第三孝废银告

谛函》。承谛内容珈下.!、 将黜 合法及

有效的推施,促便本公司及本公刊掸制的

其他企亚不从事与冠农股份相同的业务 ,

以避免、冠农股份的业务经瞢构咸直接或

l。l接的同业竞争;2、 如本公司汊本公司控

制的其它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耵、爹

与枉何可能与冠农股份的生产经啻拗成竞

争的括动,本公司将优先让与或介绍给冠

农股份;0、 本公司将在投资方向与项日选

拌上.避菟与冠农股份相同或+n似 .不 与

冠农煅份发生同业竞争,以维护冠农股份

的利益。

共lL

承讳
矢他

公司参llk公

司国电新碾

开都河流域

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

公司与中国国电集团、薪驵巴音国有

谈产经菅公司、中国女能建设总公冂共同

签订 ‘固电新驵开都河琉域水电开发有眼

公词股东认姆协议书取氵协议第四条
〃般

木缶方的权利与义务
”
中的 6规定

“
在国

家政椠法规允许条件下,按本协议有茉条

款规定桉比例为公 ol捉供融资氵或为公冂

触资妆比例键供担保
”。阃电薪龃开郗vnl

流域水lu丌发有限公ol于 2004午 6月 |!

日澄记设立,注册谈本 6⒐ ω0钶 万元。

20m午 3

月至公 ol

存续期间

否 否

参股公 ol*

提山要球 .

未履行 ,

共lL

熬躇
其他

公司控股股

东新疆冠派

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冠农果蔬、冠农鹿+于 ⒛!0午 ⒓ 月

3!冂 与冠塬投资、天府房产签订的 《新辘

冠农果荔食口l有眼贡任公司库尔勒i业园

拆迁补偿协议》和 《薪疆冠农鹿+食品有

限赍任公司拆迁补偿协议》.公 刊抟股股

东新殛冠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对上述

两份协议中拆迁补偿款的清偿儆连竹资任

担保。

⒛ 13∠F1z

月 s1至

2015午 12

月 a】 日

足 是

他

诺

共

承
其他 本公 ol

公冂实旅连续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锵 ,

公ol在 盥m。l、 现全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背和

κ期发展的前提下,将实施积极的利掴分

配政策,公司的利涧分配政篥为 ;

〈-〉 利涧分配的原则 :

∶、充分考虑和昕取股东 〈特9jl是 中小

股东 )、 独立董事和监筝的志见,兼顾对

投资者的含理放谈 0。0报和公ol的 。j持鲅发

展稀婪。

2、 蛏持以现蓊分红为主氵保持利舸分

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θ、利l0l分配不得超过悬计可供分配利

润0lj范 同氵不徂损軎公司的扦续绌 r能力。

4、 {事会应以每三牢为一个周l0l,根

20】 5钅F6

月 5日季

公 ol续存

期何

否 是

B'!0



新强冠农某耸檗团股价有限公司 ⒛⒖年笫三季庾报告

据公司战略发艇口标、实际经什慵玑、盈

利规摸及现佥流量状况,给合煅东+l堋是

社会公众股东、独讧肯牛和监艹的忠儿.

对公司正在实施的股东回服规划作山适当

R必要的调整,确 定垓时段的股东日报规

划并服股东大会市议批准后执行;

(二〉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以采属现佥、股祟、现令勹腴

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共他方武

分瓦利洄,并优尢采用现全分红为土的股

利分配方式。

(三 )利舸分配的期问问舳

公司原则上鲇午度进行-玖现佥分

红,公 司觜筝会叫以根拊公司的蟊利状况

及资夺需球状况提议公·l诳ll中 lll现 令分

红.

(四 〉利舸分配的嚣数

公词应该按照合并会计报表、坩公诃

舍计报表中可供分配剂涧驭低、。1用 于转

增的资本公积全玑低的原贝I来姗定只休的

分趾比例。

〈五)aij涧 分配的条件和比钶

1、 现佥分红的条艹种比例

公司实旌现佥分红应

"时
洒足 卜9l矢

件 : 1、 公ol该年废实现的n1分记利涧 〈即

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令后所氽的狨后

利润〉为市值; 2、 市讠丨机构对公

"该
勺j

度财务报眚
"具

标准无倮留总见0l市 讣报

告i a、 公Π无薰大投资计划或母火现蓊

文出等事项发生 (募架资令项日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芟大现全划 !足指:公

司未来 {工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谈产

或购实设斋的累计艾

"达
到戏超迁公司奴

近一朋经审计净淡产的 δ矾`n超过 a亿

元人民币。)

在 oj时瞒足上述现含分红条件的佃况

F,公 司每午以现佥肜式分配的利涧不少

于当年实现的n【 供分属利涧的 [帆,公 司焱

近△午以现全方式累

"分
配的利涧原婀 匚

不少于最逅
=午

实现的午均可分自u利洄的

30%.

2、 现盒分幻政策

公司董葶会应当综合犭诎所处行jL特

发蒗阶段、自身经甘枞式、襁利水平

9/!o



新骤冠农果茸檗团股价有眼公司 ⒛⒖年笫三季皮报告

以及是否有重大资全攵|妇 女挪等囚紊.区

分下列情形,并妆照公司奉稆规定的稆序.

提出差异化的现全分红政馋.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热期臣无翼大

资全艾山安排的,进行利拥分配时.现全

分红在本次不I洄分配中所占比仞娘低应达

到 8怫 ;

0)公司发展阶段病成热鸫口有墩大

谈舍文出安艹的,进行利涧分配时.现佥

分纟1在本次利润分口中所占比例琅低应达

到 4矾 ;

〈a〉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H有璧大

贸金支

"安
排的,进行利洄分配时.现全

分红在本次利涧分配中所占比例琅低应达

罕刂20珧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火资焱

支

"安
排的,可以拔照前顽规定处矬 ,

θ、股慕股利的分配条件 |

在满足现金股利分配的条件下.若公

司瞢亚收人和净
=ij涧

增长抉速,井 比笸苓

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甥摸不匹

记时,可以在满足 H述现淦胼 il分臼的同

时,提出股票股利分泓顶案。

共他

承讳
其他 本公司

公ol未来三年 〈⒛16午⒓矶7午〉只

体的股东回报规划

(— 〉公司可以采用现全、服某、现

金唁股票相结合或彳法律、法颊允许 lh共

他方式分配利涧,并优先采用现全分红为

主的股利分配方式。

〈二)公 ol原 ,ml~匕每午度进l=ˉ次现

全分红,公司董享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

状况及资全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lll现

金分红‘

(三 )公旬钕照合并会计报表、母公

司会计报表中。I供分配利摘欤低、9j用 于

转增的资本公积佥孰低00原则来碗定具体

的分配比钶。

(囚 〉利润分瓦的条件和比例

!、 现全分红的条件和比例

公司实施现全分红应 ol时满足下列条

件. 1 公o眩午度实现的可分配利Nl·

l〈 即

公司弥补亏损、提驭公积令盾所汆的秕质

利泗)为正值: 2、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午

庾财务报眚出具标准无保留惹见的审计报

⒛⒖年一

2017年
是 是

!0 / lo



薪强冠农果黄椠团股份布跟公司 ⒛15午笫三季皮报告

告; 3、 公司无更大投资计划或乐大现佥

艾山等事项发生 〈募案资全项同除外〉。

(雷人牧资计划域重大现佥艾吐足杆:公

司未来+L个月内拟对外投贸、收购资产

或购头设各的累计艾出达到或超姐公司臌

近-期经审计捶资产的 j0隅 . 冂超过 a亿

元人民币。〉

在冂时满足⊥述现全分幻条件的怡况

下,公司每年以现令肜式分配的利润不少

十当午实现的盯供分况利润的 !帆 .公 刂娘

近三午以现蓊方式麸计分记的利湘瓜则上

不少于妓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赳利泗的

30%。

⒓ 现佥分红政策

公司萱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

点 发展阶段、自身经lr椴式、盈利水平

以及是否布章大资全艾山安il竿 闪索氵区

分下列情形氵并妆照公Π寮租规定的稆序 ,

堤山差并化的现釜分红取策 ;

(1〉 公

"发
展阶段属成热期

"无
重大

资令艾出安册的,进付利洄分配时,现佥

分红在本玖利锕分配屮所

`i比

例澉低应达

到 8研 ;

⒓〉公o拨展阶段底成热期日有重大

谈佥支山安排0l,进行利洞分n刂 时.现蓊

分红在本次利涧分配中所占比例焱低 FNˉ 达

刭‘怫 ;

〈3)公 司发展阶段属成κ期
"布

重大

资夺艾出安排的,进彳i利涧分 lL".现蓊

分红在本次利涧分配中所芮比例垠低应达

到 2矾。

公司发菔价段不易区分ll饣垂大资佥

艾出女排的,n】 以嵌照前项规定处理。

3、 股票股利的分配条件 ;

在满足现蓊股利分诎的条件下'若公

司背业收入和净利涧珀κ怏遮氵并
"查

豇

会认为公司股票价稀与公司股本舰楱不匹

配时氵呵以在满足上述现奄股利分配的同

时,捉山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他

诺

共

承
丿("担 本公句

本公司+2015年 ?丿 J∶ 0|炭布 《珀i驵冠

农臬竹集团股份市限公司关廿鲋护公司股

价稳定的公青》.钎对近期股架市场0||0

理性披动,同时某于对公●未来发农的i,

心,为促进公词持续 稳定 铤庾发艇和

向⒛15年

7月 10|l

zlllC午 1

丿刂9凵

足 媸

!!/!9



新掇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眼公司 ⒛⒖年笫
=季

痰报告

缍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氵公旬、拄脚投

东灰公ol董事、监事、茼缀管理人贞拟采

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

好的市场肜缘。

一 公司镫股股东新蹰冠源投谈饣陨

责任公司承诺÷ 自本公倩发布之凵起在未

来0个月内不诚掎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祟.以

实际行动竖定股东信心,共同维护好谈本

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皮

二、公司重肇、监事及商级曹理人贞

承诸6个月内不诫特公司股粟。公司将积极

推进贞工持股计划的开展,充分诳动员=
的△作积极挂和创迨力,从而更好地伲进

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三 公●l将积极推动国家侑息中心大

数据智慧产亚园项目和产业并购苯佥的运

作氵避一步涤化
“主业+投谈

”
双轮驱动和

布局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以给公il竹来

新的发展机遇裥转型升级机会氵增加新的

利涧增长点。

四、lln实 守信、稳馋经营、规葩运作 ,

努力提开公司抬理水平和盈利能力,积极

屐行股苯回报规划,持续捉南倌息嵌霈质

童,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眢湮.更好旭

促进公司长规、稳定、符续、煺康发展 ,

用实实在在的业鲼来回报股东、闸报投资

者.

3衽 预测年初至 卜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诤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

的镫示及原囚说明

口适用 V不适用

公司名称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眼公司

法定代表人

n
⒊

日期 20】 6年 10月 22日

!⒓ ` !o



薪弼冠农某茸架团股份有限公司 ⒛⒗年笫
=季

庋报告

四、跗录

4!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偾农

2◇ 16午 9月 钿 日

编制单位丨新媲冠农呆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位:元 币种 :人 民币 市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 日 l0l未余银 午初余敬

流动资产 ;

货币资佥 546,!5g,° °° 27 400,7!!,j92 6⒔

应收佘jl 7,500,000 00 0 00

应收账掀 【6氵 ,537,08B 10 ⒓90,835.596 23

硕付款j页 163,63θ .`95 96 B7, 〔9⒙ .5氵↓ ;0

共lL应收掀 |09,802氵 902 93 !15,9?9.086 38

存货 5!6,144、 0j6 02 593,4σ 4氵 ⒖0! !9

其IL流动谈产 θ3,247 0!3 g3 !62,0?】 .30b 2!

流动资产个计 !-5?4 02攻  406 ?j !.666,20!. !!5 !4

非流动资产 :

可饣

"""仓
触资产 a9,7oB,65c 30 24,7鸲  65C 3ll

长期股杈投谈 B!7,304,392 95 ε!?,25? 446 51

固定谈产 θ61,2aC 101 5z 062,259,61】 0!

‘:逛 r租 9,3?0 933 ll2 6,046.θ 94 54

H定 资产浒脞 -2,000 00

无形资产 6B氵 876,357 62 69.s00,l0B 7?

商誉 99.94氵,C6? 63 q°
,°攻氵.θ θ? 6⒔

κ煳待摊班用 a,96B,6?4 38 4,832 40

鹿延所衙税资产 4,!9n,9?o 14 4,!93,9?O 14

共他丬F流劫谈产 4, !8s,z00 15 6,064,913 B7

非流功谈产合计 z,llO8 790,04$ ?1 ! 00φ,2ε {∶),{:}0! 72

贲产总计 3,582,8!4,4。,0 亻2 θ 0;;氵 550,716 B6

流动负侦 ;

短堋什挟 B63,200.?6? !∶ 028,602 03I 24

庇付栗搦 54,466.45氵 79 aa.6ε 4.8oo ◆◇

应付账耿 266.51?,02! 91 000)089∷ 1‘8 95

预收秋项 1j15 526,350 95 9?亠 ⒔!;,109 09

应付职i蹴醐 】3.?05,45lj 69 0,544,009 44

应交秕饮 8,】 31,115 25 】t2,g5σ ,147 89

应付利总 !,645,269 L9 !,9j4.405 85

火他应付款 96 30⒐ 672 49 !!1,2C2,1B0 珐7

午内到规的非搦i功 负偾 5?? 100 0! 3氵 ;!7,aO0 0jt

!s / 】0



新豇冠农果聱椠团股份有限公司 ⒛⒗年笫三幸度报告

漩动负偾合计 ! 420,19⒐ 50Fj 39 !,549,395,252 9攻

非流动负偾 :

长期lm款 B,46⒋ 150 85 8.645.97‘  0亻

长煳应付款 6,!06.8θ 7 99 !0.6】 6.9?0 !θ

κ期应付职
=薪

珊 3 292,769 0? 3氵 201氵 850 L4

预计负ll 53,551 00 53.551 00

避延收益 亻!,?56,a09 o8 40,3ll6,?2! 43

非流动负侦合计 59,6?a,61? 99 62,62a,066 74

饮偾合计 ! 479 873 1zθ  38 !,6!2,018,319 68

所有者权益

跟本 7g4,842,°°ε 00 a92 42! oo在  oo

资本公积 θ?0,θ 0在 在05 71 762,72亏  在09 71

火他缘仓收益 38a,B27 B9 θ83.B27 89

盈余公积 123.882,亻 07 6】 】2θ ,882.40? 6】

未分配利涧 654.5a?,刂 75 oo 596-6!1亠 047 76

归病于母公司所有帝权益合 l+ !,0δ s、 050.124 27 !,B74.924.696 9?

少数股东杈益 168 991,202 77 !6g,607.g°0 2!

所有帝杈益合计 2亠 102`941 327 04 2,043.532氵 a9` !⒔

负偾和所有者杈益芯计 s,582.8!≮,450 ≮2 o,655.;;0氵 716 86

法定代表人:郫良    主管会计△仵负贾人;李继先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王玲

母公司资产负侦表

⒛】5年 9月 ∞ 日

编制萆位丨新腮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 :人 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 口 期未余额 午初佘颌

琉动资产廿

货币资佥 270,555,δ l】  llo 242,`52,??g θ7

应收栗据 ?,;00,000 llo

应收账麸 0 llo 85,70! 20

预付麸项 25,000 0o 25,000 00

其他应收款 4s4,588,093 在9 θ62.07! 744 00

其他浙1动资产 δ55,153 70 50.θ θ6,79! 52

流动资产奋计 ?22,◇ 2θ ,55B 25 656氵 272,◇ !5 18

非流动淡产 ;

。J伙 山偕佥融资产 a2,o8o,7a8 82 !?,0B0,7θ g 82

特有车刭期投资 ll 0o 50.0ll0,000 0o

K期股杈投资 !,595,596,θ59 78 !,674,!!9.42G 19

田定谈产 92,!9?,?80 [0 87,26?,B50 44

在建△租 !,693,93s 45 θ00,000 00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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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定资产清理 2,000 00

无形琰产 1.56?,253 00 1,812,514 0?

共 lL丬r流动谈产 6⒙4.600 0! 320.400 00

非流动资产合

"
!,?23)718氵 θ68 2o 1氵 731,496 938 52

rr产总l+ 2 445,`42.226 50 2.3g6,76s.953 ?0

流动负债 :

短朋估款 16◇ )0◇ 0氵 000 00 474,500 000 00

应亻|败麸 9)65犭 氵2竹 2 89 14,992 θ25 94

预收麸项 ;6◆ 氵65⒔  B⒖ 213氵 100 92

应付耿△薪酬 ⒓.41s、 00⒔  10 a,29a.θ ;θ  92

应交税赍 0 00 33、 jO6 27

应们利忠 l氵 ⒖亻;氵 209 19 1,645 269 !0

其他应付款 40,!26.090 95 44,565.5‘ 9 12

流动负侦合计 5!4冫 000`?04 98 539,24j.565 66

非琉动负偾 :

长规应付耿△薪酬 2n9-385 !? 260、 ◇?9 02

递延收益 2,4⒓ 0.◆◆0 0ll 】,820 000 00

非流动负侦奋

"
2,?09.jg5 :氵 2,089,079 92

负侦合订 5!?, !l,0. !50 [o b亻 【,332 “ 5 58

所有着权益 :

股

^
?$4,g42,()o“ 00 392 421 004 00

淡本公积
'80,46⒍

7?! 8! 675 887 775 gI

共他练合收益 ↓Ba,⒙2? 89 383 B2? g9

盈余公积 】2!,;66氵 08? !4 】2】 5C⒐ Og7 !4

未分妃利涧 ?(|〔 ;,j【 ;J氵 (9〔;! ;l 655 I?7 6!3 2g

所 ll桁权益奋讠丨 !,928 642氵 0?6 θ5 1 B45,436.aos !2

负偾昶所打扛权益总计 2,445.?42,220 50 2 38C 7C8 9亏 3 70

法定代灰人:郭 良    主管会计△仵负贞人:李继先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玉玲

奋并利润表

⒛屿佴i!—9月

编制单位i+襁冠农某珥集团股份仃限公iΠ

单位:元  币种 :人 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 日
本瑚佥撷

〈7-0用 〉

上堋佥额

〈氵-0月 〉

年初至报告期

lll木佥额 〈1力

月〉

上年年初至报眚

豸月爿刀
^尺

‘迸塔仄“-9

月 )

— "业总收入 23|亠 ⒖9n氵 67⒖  92 2a◇ ,664.9j2 C5 !.◆79,89θ ,215 26 ?98 0B7 049 g9

其
"∶ "亚

lk入 201氵 69⒔ ,6?5 02 2ao.664,9δ2 65 1.079,89n氵 2!5 26 ?98,0B7,049 ε9

L、 营业总成本 262.872'⒔ ⒓◆ 4g ⒓jθ
.Bθ9,379 40 !,!!! 644、 ?60 90 8】 9氵 8θ 1,】 8? 24

其中:什业成本
'i^,0s◆

.;97 ⒕2 !90.B|2,029 04 963 955∷ 0!θ  5! 710.6g1,刂 3θ  13

背亚税蓊及l+加 I 600 ?!2 0? {氵 80{∷ 948 09 2.059,8!3 5◇ 2氵 22θ  9θ 9 1⒖

!5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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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赍用 20氵 8!ε 氵46! 41 】0,6攻 B.;6g 00 56.8!3氵 428 65 22.!04冫 2a? 【c

管理赍用 23.;o!.g◆◇ °2 2s氵 0g6.2‘3 60 69,393,609 6θ 52,862,80δ  29

财务费用 4冫 B6亻 冫69亻  96 8,828.3a? 52 26,s80,!40 4θ 26,593,846 05

资产诚值损矢 0 00 。!,23?,?4? ‘; -7,466,141 76 ÷3.63s.07茌 54

投赘收益 〈损失以
“-” 弓

填列〉
55.644.4!7 91 !0,473∷ ⒖⒔2 7; !g4, !° 6,?9‘  60 19亻氵8刂 1氵 398 13

共中.对联菅企蜘 含苜企

业的投资收益
54.刂0?.420 27 8B4,ao7 o; j7B,9a5,643 46 1B5.405.948 28

~
~
列

菅业利 ●l〈 亏损以
“-” 号填

24.θ 70亠 ?6? θ亏 7.289氵 0ε 6 00 !62,θ 55,242 96 1?3氵 097,260 78

加:"业外收入 3.529.243 92 2.420,aB在  18 8.3!!.gδg 5° 6,460,006 58

其屮:"流动资产处筲利符 28,65‘  68 2^〉 817 8a aaa.G63 3? !♂ 4,2g? 17

减;背业外支山 !,0θ !,2ll9 20 905,;00 26 !,?88,997 72 911,145 29

其中:非流动赘产处置损火 649,!29 !3 !80 !0! 3θ 664,556 72 !80,l0l a3

四、利润姐额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20氵 ε◆g氵 g°2 °7 g,B° θ,θ aθ 02 !68,878,083 74 !7B,6‘ 6,121 0?

碱 :所得税费用 】,2?4,】 57 56 5,500,6?! 0? 6 071 56G 38 5,502,120 54

五、净利捆 〈净亏损以
“—”

号块

夕!)
26冫 504,6‘4 5! 3,3oa,26B ε5 ts2,80C,51? 36 1?3,1攻4,000 5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菁的洚利涧 2a.42!.亏 5o 27 -;,9B?亠 ?亏9 9! 13?,500,?2ε  ∶0 !5C,212,m6 δa

少数股东损益 2. !?a.oBB 2" 9,29!,02B ?o !5,206,?80 26 !6,0θ !,054 2ll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农后洚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25,504,6刂4 5! δ,soa,26B ε5 ∶52,ε06,6!` θ6 l?a,!44,oo0 5a

归属于母公ol所有音的综合收

益总额
2s.42!.5;0 27 亏,9⒔⒎ ?亏9 0! !s?,500,?28 !0 !56,212,046 3j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2,l?0,08B 24 9,29!,02⒔ ?6 !5,20⒍ 7B9 20 16,931,96亻  20

人、每股收益 :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1762 0 4!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Π
′
5∶犭 o 在197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含并的氵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挣利润为:_元 ,上期被含并方

实现的挣利润为: ___元 ,

法定代表人:郫茛    主管会计△作负贾人;李继先    会计机构负责人;乇玉玲

坶公司利润表

⒛16午 1—0爿

编制单位氵新疆冠农采茸集团股份有限公ol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烈;未经审

"

项 口
本期佥额

(?-0月 〉

△期佥额

〈7-9月 〉

午初至报眚期朔

未全额

〈l-0月 〉

上年年初至揪告

嬲期末佥额

〈l÷9月 〉

!0/!o



新驵冠农果茸集团股价有眼公司 ⒛15年笫⊥季废报告

丨|ψ收人 】02.9⒔ ! B犭 !⒓ ,900 ◆0 308,945 59 25,800 0◆

碱.菅业成本 80,02g 62 235,107 】3

背业+ll佥及附珈 1 ;7! 50 23, !22 40 223,s92 ◇! 】07,844 ε!

销倍荧用

管理女用 6,`03.0?亻  2! 8,061氵 435 92 !5,98B 888 15 !6,004,67ε  65

财务蛩用 2,94a.osφ o! θ,04? !02 θB !0,?66 ⒖79 7? !4,g9j,θδ0 !0

资产狨值损失 _!,om Oo 1? 653 81【  90 5 17! 2。j4 2a

投资收益 (损矢以
“—'号

填,l)
s3,⒙ 45,!08 46 】,27⒓ ,34B 43 206`06g,700 a0 18氵 ,0`l,60; 74

共中:对联背企业I畸茼企

亚的投资收益
53.08θ ,82s 3n 6!0,‘ 33 36 L78.1δ 6,0?0 68 !B4,9!g,?8° 68

一_
列

什亚利舸 〈亏损以
“—”

弓玫
4亏 .2!θ ,⒕ 90 90 -0.845`408 1B L6!,609,656 93 !5◇.9!9,aB7 9o

加:营业外收人 !⒓
÷亻40.700 ◆◆ 1,004,862 10 380.900 ◇0

火中.0|流动贸产处宵利件 149,065 1j

诚:什亚外艾Hl 19⒔ ⒓00 ll0 ;θ 9氵 336 37 824 550 00 3θ 0.θ 36 37

共中:非流功资产处音损矢

∷、利洄总额 (亏损总额以
“-°

专填,l)
45 z40.4⒔ 7 02 -!0,625,‘ 44 55 161,6⒔ 0,069 0a !50,96!.‘⒖∶ ⒖6

减.所得税女,H

四、净利涧 〈净亏损以
“—”

号坎

夕艹〉
45,246,4⒙7 02 !0,625,444 5。j !0!,6盹 969 0a 150 961 4吕 ! ;6

五、某】L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六、练合收益总额 45,246,4s7 02 一!0.62⒍ 444 55 !6!,6B9,069 03 !50,961 4;! 56

七、每股收益 :

〈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法定代表人÷郭良    主笤会计△作负责人:李继先    会

"机
构负责人:△玉玲

合并现金流盘表

⒛ lr|年 1—0月

编+l单位:新疆冠农采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l|:未经审训

顼 日 午初至报件朔朔末全淼

【】η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朔朔禾佥额

〈1-9月 〉

一、经苜活动产生的现全硫量 :

饰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夺 !,2?3,945,4Ba 46 B92,6s0,Ω92 32

收到的税费返还 !07 ‘0θ 氵2?0 61 1? 98!,877 90

收到共他与经营晴动有茉的现佥 72.394,!sO ◇0 80.?⒓ 4,sa0 99

经背活 l̄岘令流人小计 1,453,742.937 07 991,sδ?,!6! 2!

l·o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令 1.0?2,48氵 ,41刂  θ7 809.632,9$4 4ε

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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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艾付ll现全 62,5B⒏ !84 84 53,676氵 0亻 s 亻8

艾付的缶项税费 38,444 966 88 26,°g3,a3g ?g

艾付共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全 !0ll,295,θ 74 77 l04,362,8a5 ;7

经廿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θ,816,541 16 993 755,】 07 31

经瞢括动产生的现令流壁净额 !70,026,a95 91 -2,41?,9;6 !0

工、投资括动产生的现全流贵 .

收

"投
资收到的现令 !6!,a5o,oo0 00 ?2,800.000 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全 !8B.470,s!0 65 a!6,o3o.o氵 ! z2

处丑

"定
谈产、无肜资产和共他κ翔资产收同

的现金诳额
2,000 00 52 s49,O16 0?

投资活动现夺流入小计 34◆ ,s⒓ 2,510 65 4414?9,64? 29

购建闶定贸产、无形资产和共他κ期资产艾付

的现命
80,226,090 37 90氵 120.390 ?亻

投坎艾付的llt全 122,980,000 00 150`10ll冫 000 ◇0

耿徂子公·l灰其他廿业单位支付的现令净额 —
13氵 09;,?2g 6n

段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δ ,206,006 3? 227. !90,665 !!

投资括动产生的现全流量净额 146,616,414 28 2L孜 ,288,982 !B

三、筹资括动产生的现全琉量 .

吸收投琰收到的现全 5 625 00ll 0o ‘2⒉ 464,987 70

茱中:扌公市啵收少数股东牧谈收到的现蓊 :9,6[)(),llO1 llo

取徂件款收到的现佥 7B⒐ 575,4B? 3! 419,50ll,000 00

筘资活动现佥流人小计 705,200,4ε ? δ! B衽 1,96衽,087 ?0

偿还债务艾付的现全 855 0B8 57在  63 704氵 03z.68犭  92

分配股Iij、 利涧或偿Ii利思卖付的现夺 !3ll,20?,206 23 !18 803 21! 4s

共中.子公Π艾付给少数股本的股利 利涧 37,5j6,052 15

筹资活动现令流山小丬 9g5,295,?80 B6 882.895-896 θ5

箔资淆动产生的现全流每挣额 -!90 095,293 55 -40,930氵 908 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佥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佥圾现佥等价物洚增加额 136,亻4?,516 6在 !7◇,040. !1? 43

加:期初现佥及现釜等价物氽额 3a8,4⒖‘,5t9 15 j24,520.085 61

^、

期末现全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4,00⒓ ,0g8 ?◆ 495,467氵  102 94

母公司现佥流撮表

⒛!5午 l-9爿

编制单位: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i"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法定代表人;郭 良    ⊥管会计 i仵负责人:李继先    会计机构负责人:△玉玲

项 目 年枥至报告卿l.n未 全额

(】 -9月 〉

上年年韧至报告朔朔未全额

〈1-9月 〉

—、经菅括动产生的现全流量 ;

i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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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告商品、捉供劳务收到的现佥 7θ C.255 40 296,067 80

收到其他肓经帝括动彳i大的现佥 189,0z9,吕 s6 ?亻 s8!,532,752 97

经竹活动现夺流入小l+ 189,76豇 ?02 !4 sε !,B27,u2o 77

购买商品、按受劳饼文ll的现夺 !,2a△ 9oo 97

艾付给耿工以灰为职工艾付的现令 ?,540,303 80 ?,07s,7a7 0!

艾付的各项秒贽 2.刂 47.亏 00 70 8;0,60B al

艾付共他△经ol括动有关的现全 2B6,570,524 0! a!o,529,B!7 θ!

经苜括动现夺抗H|小计 20?,B5z,243 5? a2ε ,s54,2!θ  50

经菅淆动产生的现令流i冷额 -!0B,0g。 ,45! 4a ;a,47a-6o7 24

=、
投爻括动产生的现全济::

收冖投资收到的现佥 !oa亠 ooo,oo0 00 !!4丬 000,000 00

耿徭投资收益收到的现佥 2!!,ooo氵 7!6 64 a!? o?1 o11 !1

处膏Vi定 资产、无形资产和火他κ姗资产收

"的现佥净额
2,000 00

敬谈活动现令流入小计 a?4氵 oo⒓ 氵7!0 64 4a!,o7!,↓ !! !!

购建

"定
谈产、无形资产和灰他长姗谈产文付

的现佥
!!,806,277 !5 !2,600,!40 a4

投谈丈付的现全 !04'408,g60 03 524,036,a2! a6

投资活动现夺流m小 计 !!6,2!5,!07 0g 6a6,636,46! 70

投资淆动产生的现夺流时扣敬 2亏 7氵 孑⒔?,亏?9 亏◆ ∶ll5,5盹 !50 59

=、
短沃括动产生的现全痰女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佥 422,464,0B? `0

取徂估款收到的现佥 400,000,000 00 a亏4 ;oo ooo oo

筹谈活动现全流人小计 4ao,ooo,oo0 00 770 904,9B7 70

偿还偾务支付的现佥 444,50l,00⒍ 00 亏42 000∷ 000 00

分配眼利、iil润 或偿付利总艾付的现佥 98,a9B,5o5 s0 !!0,520,603 8ε

妊资淆动现蓊流曲小讦 6亻2,89B,606 60 652,520 000 θB

雉资括动产生的现含流丘ii.额 !!2.B0B,605 50 !24,444,a83 gz

四、扯串焚动对现佥及玑佥等价钫的肜喃

五、现全及玑佥牛价钧净珀加颔 ao.go2.亏 ↓⒓ ◆↓ 72.0;2,B如  47

加:期初现佥议现龠笛价物汆额 2亻 2,752,??B a7 !1亏,0;a,00! 45

六、期未助佥及现全等价钫余颔 2?0,656,3!! 00 !$7.攻00,44! 02

法定代表人:郫良    土管会计△作负责人:孪继先    会计机构负责人:I玉玲

42审计报告

口适用 √不适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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